
 

 

海洋文學自主學習教材 
 

新詩篇 
 

【編寫緣起】 

 

  今年年初，筆者獲悉臺灣海洋教育中心舉辦第二屆海洋詩比賽，希望鼓勵同學們參加，同學雖

有意願，進行時卻不甚順利。 

 

  據筆者觀察，儘管同學們參加學校裡的海洋課程與營隊，不是沒有海洋的感動，但偶然的參

訪，停留在點狀的認識，未必能形成有機的作品，尤其在寫作的技巧方面，原來不成熟的寫作能

力，一結合到比較陌生的海洋命題，未能做細膩的應用，寫出來的東西流於粗淺。筆者於是著手編

寫一個簡要的海洋新詩教材，配合海洋教育的宗旨，指引海洋的創作面向，點撥新詩的寫作技巧，

融入活潑的自學方法，例如：填空仿作、問答思路引導、跨文類改寫（由名家海洋作品改寫成白話

詩）、圖文互轉（圖片引導、地圖引導）、以白話詩為主，文言詩為輔，並由海洋成語作為課程暖

身，希望藉由教材的研發，讓同學接觸到更多海洋詩閱讀，喚起同學們提筆撰寫海洋詩歌的熱情。 

 

【參考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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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清代臺灣詩之海洋書寫研究(1683~1840) 陳思穎 高師國研所 99博 

3. 汪啟疆新詩研究 朱美黛 中興中研所 96碩 

4. 臺灣現代海洋文學研究 吳韶純 高師教學碩士班 94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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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  讀 仿作 思路引導 

一.【觀察】〈浪〉艾青 〈燈塔〉 圖片＋填空 

1. 海洋核心素養：了解海洋社會與感受海洋文化之愛海情懷。 

2. 寫作課程目標：觀察與描繪能力。 

 

二.【哲思】〈貝殼〉覃子豪 〈藻礁〉 圖片＋ 

1. 海洋核心素養：體驗海洋休閒與重視戲水安全之親海行為。 

2. 寫作課程目標：想像與抽象思維能力。 

 

三.【描摹】〈日出海上〉汪啟疆 〈海上月升〉 圖片＋經驗觀想 

1. 海洋核心素養：了解海洋社會與感受海洋文化之愛海情懷。 

2. 寫作課程目標：觀察與描摹能力 

3. 相關領域：美術 

 

四.【航行】〈遠洋感覺〉瘂弦 〈船難〉 散文名作改寫 

1. 海洋核心素養：體驗海洋休閒與重視戲水安全之親海行為。 

2. 寫作課程目標：敘事抒情能力（散文 vs.詩）。 

3. 相關領域：健康護理 

 

五.【求知】〈比夢更神奇〉余光中 
〈□□—為海科館而

寫〉 

建館史：由北火到

海科 

1. 海洋核心素養：探究海洋科學與永續海洋資源之知海素養。 

2. 寫作課程目標：句型變化與主題呈現 

3. 相關領域：博物館學 

 

六.【生物代言】〈大翅鯨的冬日旅程〉許悔之 〈鬼頭刀〉  

1. 海洋核心素養：探究海洋科學與永續海洋資源之知海素養。 

2. 寫作課程目標：代言體書寫 

3. 相關領域：生物 

 

七.【經濟模式】〈漁港攤市，興達〉汪啟疆 〈海鮮的日常〉  

1. 海洋核心素養：探究海洋科學與永續海洋資源之知海素養。 

2. 寫作課程目標：市井書寫 

3. 相關領域：經濟地理 

 

八.【人物刻畫】〈老水手〉〈船長的獨步〉〈水

手刀〉鄭愁予 

〈浮球〉  

1. 海洋核心素養：了解海洋社會與感受海洋文化之愛海情懷。 

2. 寫作課程目標：以物寫人 

3. 相關領域：報導訪談 

 



九.【生命雜感】〈夢與地理〉余光中 〈地圖〉  

1. 海洋核心素養：了解海洋社會與生命成長的空間性。 

2. 寫作課程目標：跨域書寫 

3. 相關領域：地理、地科 

4.  

十. 【生命雜感】〈海岸七疊〉楊牧 〈我是新住民〉  

1. 海洋核心素養：了解海洋移民與感受海洋文化。 

2. 寫作課程目標：敘事、描寫、抒情能力（小說 vs.詩） 

3. 相關領域：生命教育、家庭教育 

 

 

附、差異化教學素材 

一、海的成語 

二、謝靈運〈遊赤石進帆海〉 

三、清朝臺灣八景詩選 

 

  



一、〈浪〉艾青 

你也愛那白浪麼—— 

 

它會齧啃岩石 

更會殘忍地折斷船櫓 

撕碎布帆 

沒有一刻靜止 

 

它自滿地談述著 

從古以來的 

航行者悲慘的故事 

 

或許是無理性的 

但它是美麗的 

而我卻愛那白浪 

 

——當它的泡沫濺到我的身上時 

我曾起了被愛者的感激 

1937年 5 月 2日 吳淞炮臺灣 

 

 

◎詩人簡介 

艾青（1910-1996），1932曾遭國民黨密探逮捕入獄，被指控為顛覆政府，判處有期徒刑 6

年。詩風渾厚質樸，感情真摰，語言直接，生活意識強烈。著有《大堰河——我的保姆》、

《北方》等多本詩集。 

 

◎評  析 

這是一首讚美浪的詩。前面寫浪的破壞性——「齧啃岩石」、「折斷船櫓」、「撕碎布帆」，會造

成許多「航行者的悲慘的故事。」由「或許是無理性的／但它是美麗的」形成轉折，由冷靜

理智，轉為感情的宣告：「而我卻愛白浪——當它的泡沫濺到我的身上時／我曾起了被愛者的

感激」。前面是由別人愛不愛浪起筆，後來寫「我」對浪的態度：泡沫濺到了我身上，即便只

有幾星泡沫，亦不免湧生被愛者的感激。 

 

◎仿  作 

請模仿本詩，根據下圖，以〈燈塔〉為題，寫作一首十行以上的小詩。 



 

（圖片來源：網路無版權圖片） 

 

◎站在大師肩膀上 

你也愛那（ 燈塔 ）麼—— 

 

它不會（ 向你走來 ） 

更不會（ 嫵媚地款擺腰肢  ） 

（  放送魅力 ） 

只是靜止 

 

它（ 了無新意地 ）地談述著 

從古以來的 

（ 航行者 ）（ 歸家 ）的故事 

 

或許是（ 木訥 ）的 

但它是（ 熱烈 ）的 

而我卻愛那（ 守候的心 ） 

 

——當（  入夜時，堅定而微弱的光明又向遠方綻放  ）時 

我曾起了（ 囓心 ）的（ 不捨 ） 

 

  



二、〈貝殼〉覃子豪 

詩人高克多說 

他的耳朵是貝殼 

充滿了海的音響 

 

我說 

貝殼是我的耳朵 

我有無數耳朵 

在聽海的秘密 

 

◎詩人簡介 

覃子豪（1912-1963），在紀弦創立《現代詩》季刊，成立「現代派」後，覃子豪與鐘鼎

文、余光中、鄧禹平、夏菁等人發起創立「藍星詩社」，主編《藍星周刊》、《藍星詩選》和《藍

星季刊》，反對現代詩社「橫的繼承」的理性主張。早期的詩作走抒情路線，移居臺灣後則轉向

現代主義風格。著有《覃子豪全集》。 

 

◎評  析 

  本詩分為前後二節，形式對襯。作者透過哲理式的區辨，提出「貝殼是我的耳朵／在聽海

的秘密」，與另一個詩人的看法「我的耳朵是貝殼／充滿海的音響」相互對照，供讀者思考。究

竟「耳朵是貝殼」和「貝殼是我的耳朵」有什麼不同，讀者又比較認同何者？兩種說法皆著眼

在海給人強烈的聽覺感受，不論是「耳朵是貝殼」還是「貝殼是我的耳朵」都令人不禁聯想到

海的波濤聲，日夜不息。詩人高克多覺得在陸地時，耳中似乎也徘徊著海的聲音，作者則強調

自己已化身為海的一部分，不斷傾聽海的心事。 

 

◎構思筆記 

1.你對藻礁的認識有多少？它的構造、生長、現況、對環境的影響是什麼？請閱讀以下短文，

摘錄八個以內的字詞，填入下方九宮格中，作為寫作的材料。 

 

觀塘天然氣第三接收站案環評通過後，將造成藻礁遭破壞的浩劫，引發環保團

體強烈反彈，直批此案是台灣環評史最黑暗的一天。其實，一般民眾對成為環評攻

防焦點的藻礁，仍相當陌生。這片存在於桃園海岸已有 7千年的藻礁，到底與大家

熟悉的珊瑚礁有何不同？它又為何如此重要？ 

桃園藻礁曾在齊柏林的紀錄片《看見台灣》亮相，不少觀眾驚鴻一瞥它的身

影，開始關注這個陌生且被政商糟蹋多年的國門驕傲。 

大潭藻礁行動聯盟召集人潘忠政為文指出，珊瑚礁和藻礁都是生物造礁，最大

的差別是在珊瑚礁是「動物」造礁，而藻礁是「植物」造礁。同在海岸多孔隙環境

生長，珊瑚礁霸佔住水質佳，水溫高的地方，藻礁卻能在較惡劣的環境裡自成一

片，和珊瑚礁媲美。 



由於藻類造礁過程緩慢，以桃園海岸造礁主體的無節珊瑚藻為例，20年還成長

不到 1公分，比起珊瑚礁平均年成長 1公分，兩相對照，更顯藻礁實的稀有特別。 

此外，藻礁具有海浪消波的功能，提供生物緩衝的生存空間，是天然的海岸屏

障。桃園海岸的潮差和海浪都大，但有藻礁的地方，浪打到岸上時，就明顯削弱。 

多孔隙環境的藻礁，豐富的生態令人流連忘返。各種魚、蝦、蟹、貝或悠遊或

覓食的情景，可在退潮後的潮池裡就可一覽無遺，這裡無疑是環境教育絕佳的場

所。 

文中提及，由單一藻類（指無節珊瑚藻）造礁的桃園藻礁非常稀有，台大地質

系陳文山教授認為，它具有世界遺產的潛力。台大海洋研究昌鳳教授 2008年的研

究報告則說，桃園藻礁歷史已超過 7500年。 

該研究報告指出，在鑽探的礁體中發現珊瑚礁與藻礁有交錯成長現象。顯示桃

園藻礁蘊藏著台灣西部海岸地層、地質、氣候變遷的密碼，或可為當今極端氣候找

出解厄的天機。 

根據統計，全台海岸含外島澎湖約 1520公里，有藻礁的海岸估計不到 50公

里，已屬珍稀；其中，桃園海岸就佔了 27公里，更可謂得天獨厚。（桃園得天獨

厚．中時電子報 2018.10.09） 

 

   

 藻礁  

   

 

  



◎仿  作 

請模仿本詩，根據下圖，以〈藻礁〉為題，寫作一首十行以上的小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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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出海上〉汪啟疆 

海的胸膛蘊藏一千度灼熱 

波浪覆蓋，而海鷗啄開了晨 

巨大漿果待熟透爆裂 

自繁葉繅絲①間探出今天的臉 

 

濤聲跳躍，是出發的心情 

被風撥動……。 

 

◎注釋 

①繅絲(ㄙㄠ ㄙ)：抽繭取絲。 

 

◎詩人簡介 

  1944年 01 月 11日生於四川成都。1949 年隨父母自海南島乘艦抵高雄。海軍軍官學校畢

業、三軍大學海軍學院及戰爭學院畢業，曾任「三軍大學」教官驅逐艦艦長、海軍總司令部作

戰署作戰組副組長、上校組長等職。著有詩集《海上的狩獵季節》、《海洋姓氏》、《夢中之河》、

《藍色水手》、《人魚海岸》、《到大海去呀，孩子》等。 

 

◎評  析 

  本詩描寫日出海上的景象。詩中沒有實寫「太陽」或是「太陽升起了」，詩人從「海的胸膛

蘊藏一千度灼熱」起筆，想像那快將海水沸騰的太陽，宛如新生就要從海面破出。詩人並且以

海鷗輕啄波浪，啄開了晨，啄開了今日，這樣的寫法舉重若輕。接著，以飽滿的漿果隱喻火紅

熟透的太陽，這太陽正等待爆裂出熾熱的能量，最後，詩人將視野從海上拉回陸地，今日的太

陽正從繁葉裡抽絲剝繭般地探了出頭，再將視野從陸地拉回海上，從海面上跳躍的波濤拉到內

心。 

 

◎仿  作 

請模仿本詩，根據下圖，以〈月出海上〉為題，寫作一首十行以上的小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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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遠洋感覺〉瘂弦 

嘩變的海舉起白旗 

  茫茫的天邊線直立、倒垂 

  風雨裡海鷗淒啼著 

  掠過船首神像的盲睛 

  （它們的翅膀是濕的，鹹的） 

 

  暈眩藏於艙廳的食盤 

  藏於菠蘿蜜和鱘魚 

  藏于女性旅客褪色的口唇 

 

  時間 

  鐘擺。秋千 

  木馬。搖籃 

  時間 

 

  腦漿的流動、顛倒 

  攪動一些雙腳接觸泥土時代的殘憶 

  殘憶，殘憶的流動和顛倒 

 

  通風圓窗裡海的直徑傾斜著 

 

  又是飲咖啡的時候了 

 

◎詩人簡介 

  瘂弦（1932-），青年時代在戰亂中入伍從軍，十八歲隨軍隊來臺，歷任軍職、教職，又與

洛夫、張默共創創世紀詩社，被譽為「創世紀鐵三角」。擔任文學刊物主編、聯合報副總編輯兼

副刊主編。瘂弦詩風多元，兼有西方現代精神與東方民歌風味，探索現代人生存困境，語言活

潑生動、音樂性強、意象傳神，能呈現戲劇性構思的奇趣，並蘊含深厚的悲憫情懷。著有《瘂

弦詩集》。 

 

◎評  析 

  本詩寫航行時昏眩的感受。首段先提出惡劣的天氣，次段再挑選幾個畫面點出船上食物和

用餐的場景，第三段「腦漿的流動、顛倒／攪動一些雙腳接觸泥土時代的殘憶／殘憶，殘憶的

流動和顛倒」，傳神地描繪暈船的身體經驗，「通風圓窗裡海的直徑傾斜著」以幾何的語言點出

船隻搖晃的劇烈程度。末段的「咖啡」呼應第二段的飲食，將混亂與平靜做出巧妙的揉合。 

 

◎仿  作 

  請閱讀下文，模仿本詩，以〈船難〉為題，將下文改寫為一首十行以上的小詩。 

 

「完了！完了！」我喊叫著俯向船尾板，網絲從船底張揚伸出，似八腳章魚的

觸手活絡絡擺動在水波裡。漁網纏死了船隻槳葉，船隻成了漁網獵物，深困在

自己撒下的陷阱裡無法動彈。鼻岬散發出驚心動魄的吸力，船隻隨著漁網側身

撞向崖壁。除了恐懼，我腦子裡已經沒有任何多餘的空間能夠思想船隻撞上崖

壁後的善後求生。」（廖鴻基〈討海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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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你想做人魚嗎——為國立海洋生物館而寫〉余光中 

你想做人魚嗎？ 

你知道山高不及海深嗎？ 

你知道地廣不及海闊嗎？ 

你知道海量是怎樣的肚量？ 

你知道海涵是怎樣的涵養？ 

海神的財富是怎樣的秘藏？ 

 

究竟有多少珊瑚和珍珠 

多少海葵和海星，多少水母 

浮潛出沒，多少鯊魚和海豚 

 

當恐龍在陸上都成了化石 

雄偉的大翅鯨，抹香鯨 

在亮藍的高速公路上 

卻迎風噴灑壯麗的水柱 

吞吐著潮汐，鼓噪著風波 

滿肚子沈船和鏽錨的故事 

比記憶更深，海啊，比夢更神奇 

 

海藻的草原，水族的牧場 

水下的風景無窮無盡 

你想做人魚來窺探隱密嗎？ 

不用穿潛水衣，背氧氣筒 

浪花的玻璃門一推就開了 

向陸地請假吧，下來啊，來海底 

 

◎詩人簡介 

  余光中（1928-2017），當代詩、散文、評論大師，及優秀的翻譯家。作品融合古典與現

代，自中國文學傳統和西方詩潮汲取養分，語言精準，主題明晰，詞采動人，題材寬廣，詩風

也因此有眾多面貌，時而壯闊鏗鏘，時而細膩柔綿，時而歌讚詠嘆，時而嘲諷批判。著有《舟

子的悲歌》、《隔水觀音》、《高樓對海》、《藕神》等。 

 

◎評  析 

  本詩寫海生館的神秘與驚奇。第一段，作者連用六個問號和四個「你知道」，把海的特殊美

學點出來，引起讀者的好奇，也像是一種對讀者熱情的邀請，接著，作者用讚嘆的語氣：「滿肚

子沈船和鏽錨的故事／比記憶更深，海啊，比夢更神奇」接續前文，歌詠海的神秘感。屏東海

生館把海洋風貌以博物館方式巧妙重現，作者也以「高速公路」、「玻璃門」等陸地的語彙與

「亮藍」、「浪花」的海洋的語彙融合交錯出現，突顯這樣的特性。 

 

◎構思筆記 

1.請搜尋海科館的建館故事，了解它的前身與今生。 

2.你是否曾親自造訪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為他拍一張最能呈現它的前身與今生的照片。 

◎仿  作 

  請閱讀下文，模仿本詩，以〈□□□□——為海科館而寫〉為題，寫一首十行以上的

小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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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翅鯨的冬日旅程〉許悔之 

從長長的潛行中浮起 

我為你噴出快樂的水霧 

虹彩懸掛著 

若有似無 

時間進入屏息的倒數 

馬上就是一月十九日 

我的夢就要從南太平洋起身 

 

甚至忘了 

忘了應該覓食 

這體腔內的鳴唱 

單純而穩定，放送 

向幾千哩之外 

我為你不斷噴出快樂的水霧 

提醒海洋所有的生物 

啊這是歡喜 

這是激動無比的慶祝 

 

海洋那麼遼闊 

也那麼孤獨 

甚至我們常常感到 

應該迷路 

 

 

所幸體內的脂肪 

足夠支持一整個冬季的航行 

那麼，想念是最形上的優雅 

我不斷為你噴出快樂 

快樂的水霧 

並且逐漸地接近你 

要凝視你裂傷的唇 

我要送你一大片海洋 

那湛藍的大鏡子 

把我們的命運 

照得清清楚楚 

 

我接近了你 

在偌大的海洋中 

你的一滴眼淚 

顯得無比無比的奢侈 

 

 

 

◎詩人簡介 

許悔之（1966-），曾任《自由時報》副刊主編、《中時晚報》副刊編輯、《聯合文學》月刊

及出版社總編輯。現為有鹿文化社長。以情慾與宗教為切入，表現出流亡者的邊緣視角、耽美

情緒與悲傷虛無的基調。著有《肉身》、《我佛莫要，為我流淚》、《當一隻鯨魚渴望海洋》等詩

集。 

◎評  析 

本詩寫一隻大翅鯨對另一隻大翅鯨的熱切期待。大翅鯨體型巨大，身體負傷，看似堅強，

其實孤獨，也對生命存在著一絲困惑；「我」則顯得細膩、善感、多情。全詩流露身處大海之間

的獨立個體之間，相互了解又難得相見的深刻感情。 

 

 
  



◎構思筆記 

 

◎仿  作 

請根據下圖，模仿本詩，以〈鬼頭刀〉為題，寫作一首十行以上的小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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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本 訊 息 仿  作 仿作意涵 

動物 大翅鯨 鬼頭刀  

型體 脂肪   

棲地    

習性 潛行、噴出水霧   

獵物    

天敵    

情節 

冬日旅程，至 1月 19日浮

出水面，詩人（另一隻大翅

鯨）充滿期待，準備迎接 

  

情感 長久的孤獨即將結束   



七、〈漁港攤市，興達〉汪啟疆 

所有血肉 

各具姿態，攤開 

橫放、蜷縮、側臥 

維持了最後的疼痛 

攤出了排列 

 

仍有在開閤的 鮮味的鰓 

全部 有關海洋吞吐問答 

蚌蛤以身體外的骨骼，堅持不妥協 

蟳將自己收緊在綑綁裏，只露出 

頑強得發硬的漠然。 

人們咀嚼玉米棒子，挑斤兩大小 

日光已經縮短 

叫價聲互喚，且 

繼續在爭執內昇高沸騰 

成群的烏魚子游出了腹部，呼吸熾熱 

壓扁在蠟黃板架上等乾癟憔悴。 

 

整個天空是在 

彩色魚桅上掠開了 

淤著一大團網罟撒放的沉鬱。 

魚丸在大鍋泡沫內湧動 

一些鰭，已消失型態 

絞碎下潛後，再被鑊底烈焰 

逼浮出那粒〔土袞 〕貼在港面的紅日。 

 

後記：漁港下午，船緊繫纜樁而人眾蚋

擠碼頭，挑擇各類魚蟹；所有海鮮，均

不發一言。 

 

◎詩人簡介 

 略（見〈日出海上〉） 

 

◎評  析 

本詩描寫漁港的景象。詩人由魚市裡海鮮群像為集中描寫對象，並善用擬人法，例如:「成群的

烏魚子游出了腹部，呼吸熾熱／壓扁在蠟黃板架上等乾癟憔悴」，將魚市的場面表現得極為鮮

活。後記中「所有海鮮，均不發一言」，點出人魚之間的高度反差：人們正為各式漁獲喧騰不

已，但海洋生物只能靜默不語，人與魚不對等的角色關係，發人深思。 

◎仿  作 

請模仿本詩，根據下圖，以〈海鮮的日常〉為題，寫作一首十行以上的小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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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鄭愁予海洋小詩選 

 

〈老水手〉鄭愁予 

你上岸來了 

你不過是想看一看 

這片土地 

這片不會浮動的屋宇 

和陌生得…… 

無所謂陌生的面孔 

 

〈船長的獨步〉 

一九五三  八月十五 

基隆港 的日記 

熱帶的海面如鏡如冰 

若非夜鳥翅聲的驚醒 

船長 

你必向北方的故鄉滑去 

 

〈水手刀〉 

長春藤一樣熱帶的情絲  

揮一揮手即斷了  

揮沉了處子般的款擺著綠的島  

揮沉了半個夜的星星  

揮出一程風雨來  

 

一把古老的水手刀 

被離別磨亮  

用於寂寞  

被用於歡樂  

被用於航向一切逆風的  

桅蓬與繩索 

 

◎詩人簡介 

鄭愁予（1033-），父親為職業軍人，童年時隨家人遷徙大江南北，民國三十八年來臺，

完成學業後曾任職基隆港務局。鄭愁予詩齡甚長，早期擅長抒情詩，情感豐沛而又兼有含蓄

的韻致，時而流露浪子的情懷，於現代詩中獨樹一幟。中年以後，對家國、歲月的感觸增

多，作品由浪漫抒情轉為沉穩內斂，感性知性兼具，曾獲國家文藝獎。著有鄭愁予詩集、

《燕人行》、《寂寞的人坐著看花》等。 

◎評  析 

〈水手刀〉一詩分為兩段，形式對稱，每一段的開始都是用兩句介紹一物，形成先二後

三的結構。「長春藤」呼應「款擺著綠」，給人熱烈、深情的感受，「揮一揮手即斷了」提

出轉折，接下來一連三個「揮」，由近至遠，一句比一句短，讓人將關注的風景從所離開的

小島轉到頭頂的星空，再轉向前方的風雨，描述水手揮去了沉靜、優雅、多情的島嶼，也揮

走點綴黑暗的星光，召來了風雨的挑戰。第二段，作者也先用兩句話介紹「水手刀」，水手

刀「被離別磨亮」，呼應分離的主題，暗示水手漂泊的宿命，自古而然。本段也再用了三個

「被」字，加強揮斬情絲與磨亮水手刀的後續意義。離開了安穩的陸地，生氣勃勃的情絲被

斬斷，而古老的刀鋒卻被磨亮，用於逆風中的桅蓬與繩索生存搏鬥中。 

◎構思筆記 

1. 什麼是「水手刀」？請找出它的圖片，說明它的設計與功用。 

參考答案：自打人類帆船時代以來，水手（船員）或者釣魚愛好者隨身就攜帶著各種工

具面對滔天巨浪，其中，帆纜手要根據風向調整風帆，又要操作各種繩索，穿繩做繩



耳，隨身攜帶的刀具上就多了一個錐子，別小看這個小錐子，快速解繩，刺殺魚類非常

實用。經過數百年的演化，形成獨有的刀具組合。 

 

2. 什麼是「浮球」？請找出它的圖片，或再結合一兩件其他常見的海洋廢棄物，說明它

（們）原本的設計與功用。 

 

◎仿  作 

請根據下圖或你找到的圖，模仿本詩，以〈浮球〉為題，寫作一首十行以上的小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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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夢與地理〉 余光中 

 

輪廓像一匹側踞的海獸 

岬頭①那一座怪岩的背後 

如果我一直走向前 

就是錯落的澎湖了嗎？ 

再過來，擋在那塊小石磯後 

該是廈門呢，還是汕頭？ 

----都不過是到台北的距離 

如果，這四方紅樓的文學院 

面海的排窗是西南偏西 

那一艘舷影迷幻的貨船 

是正對著呢，還是斜對著香港？ 

而那麼壯烈的霞光啊 

早已成灰的越南，再燒一次嗎？ 

疑惑的望眼鏡來回梭巡 

----雙筒的圓鏡，七點五倍② 

那是向一位同事借來 

準備今晚尋哈雷彗星 

大地多礙而太空無阻 

對這些夢與地理之間的問題 

鏡中千疊的遠浪盡處 

一根水平線若有若無 

是海全部的答覆 

 

◎注  釋 

①岬頭： 

②七點五倍： 

◎詩人簡介 

  見〈比夢更神奇〉。 

◎評  析 

  這首詩寫於余光中遷居高雄的 1985 年。詩人站在他任教的中山大學「四方紅樓的文學院／

面海的排窗」向外眺望。他發現臺灣的輪廓像「一匹側踞的野獸」，他開始想：如果跨越岬頭的

怪岩，一直向前走，是不是就可以到達澎湖？過了澎湖，是不是可以到達家鄉廈門，還是汕

頭，他覺得：「從南台灣到大陸家鄉的距離」和「從高雄到台北的距離」等長。 

 

◎構思筆記 

1. 岬角是什麼意思，你還能舉出其他海岸常見的地形特徵？ 

 

2. 請幫余光中先生量一量 (1)高雄到澎湖和廈門 (2)高雄到台北 的距離？ 

 

3. 哪一些城市（或捷運站）對你有特殊的意義，請查找地圖，了解它與海洋之間的距離。 

 

4. 哪一些海灣曾讓你留下特別的回憶？請查找地圖，了解你與它之間的距離。 

◎仿  作 

  請查找地圖，模仿本詩，以〈地圖〉為題，寫作一首十行以上的小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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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海岸七疊〉楊牧 

在一個黑潮洶湧的海岸 

我們尋到歇息生聚的地方 

（你曾經長期隨我流浪 

帶著雙鞭，和一對刀槍） 

俯視溪谷草原的山坡上 

我們尋到了喬木和果樹 

練武的院子，和書房 

 

並且我們驚喜地發覺 

在一個黑潮洶湧的海岸 

有生命比陽光還亮，比白雪 

清潔，比風雷勇敢。這一切 

北極星是這一切的見證 

無論從哪一個方向觀察 

凜凜巍峨，喜悅，堅強 

 

快速還勝過海鷗鼓盪的 

翅膀，飛越漂流的冰山 

在一個黑潮洶湧的海岸 

探索心的傳奇，血的傳奇 

綠藻和珊瑚的神話 

在我們掌心底下，生命的 

汪洋浩瀚溫暖而明亮 

 

時常，我看你這樣充滿了 

好奇和期待，眉目之間 

專注地設想着清秀和剛健 

在一個黑潮洶湧的海岸 

濃霧後面是巨鯨的花園 

有定期的船舶繞道航過 

 

航過，直放臺灣我們的故鄉 

 

你纖細的小手握緊的時候 

本是黑帶二段的拳頭 

如今溫婉地梳攏着好看的 

短髮，摺疊着小小的小衣裳 

在一個黑潮洶湧的海岸 

果然有一艘大船驕傲啟碇 

啟碇，直放臺灣我們的故鄉 

 

好像一切都這麼從容簡單 

預備着整理着，忙着為盆花 

澆水，將陽臺上的小松鼠餵胖 

杖著鹿谷鄉的竹竿過馬路 

捧回一兜滿滿的郵件 

在一個黑潮洶湧的海岸 

拆讀弟弟的信，以及航空版 

 

這時日光已經越拉越長了 

照滿你的院子和我的書房 

春天即將來到，下一代 

會比我們活得更充實放心 

在臺灣，辯才無礙而剛強 

雖然他是在外國出生的孩子 

在一個黑潮洶湧的海岸 

 

◎詩人簡介 

  楊牧（1940-2020）自中學便矢志新詩創作，並共同主編詩刊。早年筆名葉珊，浪漫主義

詩人的影響溢於筆端；1966 年赴柏克萊加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見證六Ｏ年代學生運動，三

十二歲而改筆名為楊牧，嘗試以詩介入社會。詩文曾譯為英文、法文、德文、日文、義大利

文、瑞典文、荷蘭文、捷克文等。著有《楊牧詩集 I II III》、《時光命題》、《海岸七疊》等詩

集。 

 

◎評  析 

  此詩同其書名《海岸七疊》，指的是北美洲西北地帶，摺疊的海岸地形，由北而南，到西



雅圖止，狀似七疊而得其名。在西雅圖，楊牧找到了定居的地方，結束多年流浪的生活，他

在此讀書，寫作，教學，結婚，生子，完成了這本每一首詩都是對「生命和愛情的擁護」的

詩集。海是原鄉與新家的阻隔，也是新居美麗的背景。這首詩顯然是寫給妻子的。從首節首

句起，到第二節複沓轉進第二句，如此次第漸進，一波一波地遞送，由始至終，象徵著溫暖

和豐收，也象徵澎湃的情感綿延不絕。整首〈海岸七疊〉齊整的七節七行組構，宛如海岸的

天然地形，精緻而堅實，意象準確和聲籟相互跌宕。（謝旺霖導讀〈海岸七疊〉

https://www.trend.org/column/artical/80） 

 

◎仿  作 

請至圖書館找到本書，改寫其中一則故事，參考本詩，以〈我是新住民〉題目，寫作一

首分三段，十五行以上的現代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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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差異化學習素材   一、關於「海」的成語（以 Kahoo方式進行） 

 

成 語 題  目 附   註 

文江學海 1. 比喻文章和學問似長江、

大海般深廣博大。 

 

倒海移山 2. 指氣勢或力量洪大。 倒：顛倒，翻轉。翻轉大海，移動山岳。一作

「排山倒海」、「移山倒海」。 

百川之主 3. 所有江河最終都流歸大

海，用以稱大海。 

百川：江河。 

以蠡測海 4. 比喻觀察或了解得很狹

窄、片面；也比喻知識淺

薄。 

以：用；蠡：貝殼；利用貝殼當瓢；測：量。

用貝殼來量海水。 

侯門似(如)海 5. 王公貴族的門庭像大海那

樣深遂。 

舊時豪門貴族、官府的門禁森嚴，一般人不能

輕易進入。也比喻舊時相識的人，后因地位懸

殊而疏遠。 

浩若煙海 6. 指廣大繁多如茫茫煙海。 浩：廣大，眾多；煙海：茫茫大海。 

海晏河清 7. 比喻太平盛世。 河：黃河；晏：平靜。黃河水清；大海波平浪

靜。一作「河清海晏」、「海晏河澄」。 

法海無邊 8. 佛教中比喻佛法廣大如大

海，無邊無際。 

 

學海無涯 

勤是岸 

9. 比喻學問像海洋一樣浩瀚

無窮，唯有勤奮不懈，方

能有所成就。 

 

河清海竭 10. 比喻難得遇到的事情。 黃河水清，大海干涸。 

拔山超海 11. 比喻力量極大。 拔起高山，超越大海。 

河目海口 12. 比喻相貌非凡。 河目：形狀像河一樣的眼睛，上下眼眶平而

長；海口：像大海一樣的嘴，又大又深。 

九洲四海 13. 指中國及四周以外的地

方。 

九洲：指中國；四海：古人認為，中國九州之

久是一望無際的大海，此指中國以外的地方。 

醋海翻波 14. 比喻男女間因愛情而引起

的糾葛。 

醋：比喻嫉妒。 

東海揚塵 15. 比喻世事變化很大。 大海變陸地，揚起灰塵。 

海闊天空 16. 形容大自然的廣闊，或比

喻言談議論等漫無邊際，

沒有中心。 

象大海一樣遼闊，象天空一樣無邊無際。 

山肴海錯 17. 泛指豐富的菜肴。 山野和海里出產的各種珍貴食品。猶言山珍海

味。 

海闊從魚躍，

天空任鳥飛 

18. 形容無牽無掛，自由自

在。比喻可充分施展抱

負。 

闊：寬廣。大海遼闊隨魚跳躍，天空空曠任鳥

飛翔。 

滄海遺珠 19. 比喻埋沒人才或被埋沒的 大海里的珍珠被采珠人所遺漏。一作「珠沉滄



 

二、〈遊赤石進帆海〉與臺灣八景詩選 

 

〈遊赤石進帆海〉晉 謝靈運 

首夏猶清和，芳草亦未歇。水宿淹晨暮，陰霞屢興沒。周覽倦瀛壖①，況乃陵窮髮②。 

川后時安流，天吳靜不發，揚帆采石華，挂席③拾海月，溟漲無端倪，虛舟有超越。 

仲連④輕齊組，子牟⑤眷魏闕。矜名道不足，適己物可忽。請附任公言，終然謝夭伐

⑥。 

 

①瀛壖：瀛，大海。壖，音ㄖㄨˊ，城下宮廟外及水邊等處的空地或田地。 

②陵窮髮：陵，跨越。窮髮，遙遠，此指遙遠的海。莊子：「窮發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 

③挂席：即「掛帆」。 

④仲連：魯仲連，戰國齊人，不向秦臣服。 

人才。 海」。 

陸海潘江 20. 比喻學識淵博，才華橫溢

的人。 

陸：晉朝陸機；潘：晉朝潘岳。陸機的文才如

大海，潘岳的文才如長江。 

蠡測管窺 21. 比喻見識片面狹窄，看不

到事物的整體。 

蠡：瓢；管：竹管；窺：人小孔縫隙里觀看。

用瓢來量大海，從竹管的小孔看天空。 

海納百川 22. 比喻包容的東西非常廣

泛，而且數量很大。 

納：容納，包容。大海可以容得下成百上千條

江河之水。 

大海一針 23. 比喻無從尋覓。 在大海里撈一根針。 

河涸海乾 24. 比喻窮盡、徹底，不留餘

地。 

河流干涸，大海枯竭。 

填海移山 25. 指仙術法力廣大，或比喻

決心極大。 

把山移開填入大海之中。 

東海撈針 26. 形容非常難達到目的、極

難找到。 

從大海底下撈取一根針。亦作「大海撈針」。 

百川朝海 27. 多比喻無數分散的事物都

匯集到一處，或比喻眾望

所歸或大勢所趨。 

眾水奔流趨向大海。 

滄海桑田 28. 比喻世事變化很大。 桑田：農田。大海變成桑田，桑田變成大海。

一作「渤澥桑田」。 

滄海一粟 29. 比喻非常渺小。 粟：即小米。大海里的一粒小米。 

海嘯山崩 30. 形容來勢兇猛急速。 大海洶湧呼嘯，高山崩裂倒塌。 

石沉大海 31. 比喻消失得無影無蹤或毫

無音信。 

石頭沉入大海 

曾經滄海 32. 比喻曾經見過大世面，不

把平常事物放在眼里。 

曾經：經歷過；滄海：大海。 

春深似海 33. 形容到處充滿了明媚的春

光。 

春天美麗的景色像大海一樣深廣。 



⑤子牟：魏子牟，戰國魏人，曾說：「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後常用作心存朝廷或

憂國的典故。 

⑥夭伐：未長成而遭戕伐。 

〈臺灣八景1．東溟曉日〉清 高拱乾 

海上看朝日，山間聽曉鐘。天開無際色，人在最高峰。 

紫閣催粧鏡，咸池①駭浴龍。風流靈運句，灼灼照芙蓉。 

①咸池：古代神話中日浴之處（太陽沐浴的地方）。 

〈沙鯤漁火〉王璋 

沙積橫江路，漁燈入夜闌。離離分艇聚，耿耿帶星繁。 

照破乾坤夢，覺來島嶼寒。待教明月上，鼓棹過前灘。 

 

〈鹿耳春潮〉章甫 

沙鯤七線鎖臺灣，天險東南設此關。無數漁舟連海岸，幾家煙火出江間。 

風搖螢點參差碎，浪拍星光錯落闤。夜半烹魚眠醉夢，不知身在水中山 。 

 

（高拱乾） 

海門雄鹿耳，春色共潮來。二月青郊外，千盤白雪堆。 

線看沙欲斷，射擬弩齊開。獨喜西歸舶，爭隨落處回。 

 

（陳璸） 

洪波淼淼鬱雲根，海口潛開鹿耳門。水忌舟行藏怪石，氣隨月應蘊靈源。 

                                                        
1 安平晚渡：安平位於昔日鳳山縣境，即今臺南市安平區。 

沙鯤漁火：沙鯤為位於昔日鳳山縣境臺江內海上的七個海上沙洲，分為稱為「一鯤鯓」至「七鯤鯓」，即今臺南市安平

區與南區的海岸地帶。 

鹿耳春潮：鹿耳指鹿耳門，位於昔日臺灣縣境，即今臺南市安南區鹿耳門一帶。 

雞籠積雪：地點有寒冬可能下雪的七星山與大屯山，以及下雪機會極小的雞籠山（今新北市基隆山）、大雞籠嶼（今基

隆市和平島）、彰化縣等不同說法，2016 年基隆再現雪景，證實古人所見風景，1696 年正處於小冰期中[1][2]。1893 年 1

月東亞寒潮是最後一次臺灣平地下雪事件。 

東溟曉日：東溟位於昔日諸羅縣境，實際地點不詳，疑似文人為求與「西嶼」對仗的想像之作。 

西嶼落霞：西嶼位於昔日臺灣縣境，即澎湖群島的漁翁島。 

斐亭聽濤：斐亭位於昔日臺灣府城（今臺南市）臺廈道衙署後院，為高拱乾所建。 

澄臺觀海：澄臺位於昔日臺灣府城（今臺南市）臺廈道衙署後院，為高拱乾所建。 

由於當時臺灣已開發的地方不多，因此取景也自然而然地受到限制，大部分景色均位於今臺南市附近，以今日的觀點而

言，實難以代表全臺灣的景色分布狀況。 



一天澄澈無高下，萬頃汪洋自吐吞。最是深春時極目，吼聲雷動欲銷魂。 

 

〈西嶼落霞〉朱士玠 

西嶼餘暉炫晚晴，裁成萬疊綺霞明。依稀絳闕排雲出，彷彿金仙抗手迎。 

謝守研詞無限好，陳王麗句若為情。朅來絕海高秋迥，自有遙天一段青。 

 

〈斐亭聽濤〉朱士玠 

氣激滄溟地軸搖，斐亭危坐聽寒宵。沸騰洧水雙龍鬥，蹴踏天閑萬馬驕。 

蜀客漫誇巫峽浪，楚人厭說曲江潮。三山飄渺知何處，噴沫吹漚應未遙。 

 

〈澄臺觀海〉王善宗 

巍峨臺榭築邊城，碧海波流水有聲。 

濟濟登臨供嘯傲，滄海喜見一澄清。 

 

詩旨：「海不揚波」，看似寫景，亦隱喻清朝一統海疆後，進入安定的新世界秩序。 

 

 

 


